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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祝贺《中国国资报道》创刊

国企社会责任指数遥遥领先

李锦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

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这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中大企业建设有积极意义。

展望新的十年，联合重组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

选择，也是企业做大做强加快走出去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钢

铁、汽车、水泥、玻璃等多数产业都呈现过剩局面。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的成长如果继续沿用建新线、靠增量发展的老路肯定

不行，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国策要求，也无法突破资源、能源

和环境的瓶颈。从全球来看，兼并重组的目的，就是要组建有

世界竞争力的世界级的企业集团，同时参与国际竞争，这其中

当然也包括了淘汰落后产能，把大型企业集团的管理、资金、

人才、装备、技术等各种各样的优势资源组合起来，只有大范

围的联合重组，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国际化竞争就是国家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美国通用电气

与德国西门子、美国的卡特彼勒与日本的小松机械、美国通用

汽车与日本丰田，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代表国家竞争力的大企

业之角逐。美国人过去攻击央企，实是攻击中国，现在连我们

的民企也被阻击了。更暴露了美国人对中国进入“大企业时

代”的恐惧。

在长春举行的 2012年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有学者认为 ,
中国已经进入“大企业时代”,同时揭示兼并重组是目前这个
阶段的主要特征。当时，新华社向世界发布这条电讯，中国进

入大企业时代的电讯如闪电般传遍世界。

在今年上半年，点击“百度”，只有寥寥几条大企业时代的

信息，最醒目的一条是：中国企业上榜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

中国已经到了大企业时代，到了大企业生成并引领行业，参与

国际竞争的时代。发表这个见解的，是企业家宋志平。表明中

国进入大企业时代的认识，来自实践。

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大企业时代，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和作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2012中国企业 500强纳
税总额为 3.3万亿元，占 2011年我国税收总额的 37.24%。充
分证明了我国大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

重。

从地理空间的横向对比，中国大企业在世界的比重无疑

是又一指标。在 2002年世界 500强企业中，美国、日本分别占
有 198和 88席；在 2012年世界 500强中，美国企业下降到
132家，日本企业也减少至 68家。中国内地入围企业数量为
70家，成为世界 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其中国有企业
66家。这充分证明，中国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并且将
继续改变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大企业的兼并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

产物正在中国兴起，这是一个历史潮流。从人类第二次工业革

命开始至今，西方已掀起了五次企业兼并浪潮，每次浪潮的掀

起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企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目前由中

国国有企业领头的联合重组浪潮正在兴起。2012年中国企业
500强中 154家大企业共并购重组了 1111家企业，并购重组
活动持续活跃。近两年来，在大力推进钢铁、煤炭、建材、医药

行业的企业整合，风生水起，形势高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乔治·施蒂格勒曾经指出，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无一不是通

过兼并联合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已经走入这一时期。

从中国大企业自身的变化，表明大企业时代对生产力实

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导致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国资委成立

的近十年来，一些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形成了具有较强综合竞

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一些产业链相关企业合并重组，促进了中

央企业业务链条整合，发挥了协同互补效应；一些科研院所并

入产业集团，实现了产研结合，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一些“窗口”公司并入大型骨干企业，增强了企业海外市场拓

展能力和竞争力；一些困难企业通过重组实现了扭亏脱困，焕

发出新的生机。

从大企业时代主体的形成看，大企业及大企业家正在以

新的实践包括新的理论形成这个时代的主流，步入成熟期。国

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认识已经

成为中国政府和国企领导人的共识。大企业及大企业家正在

呈现“群体性崛起”的状态。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的“包

容哲学”诞生，表明中国大企业时代联合重组的探索已经开始

进入规律与理论层次。

近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等九部委目前

正在酝酿相关政策，着力推进钢铁、汽车、水泥、机械制造、电

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等八大重点行业的兼并重组，预示

着中国企业联合重组、做大做强的新一轮高潮正在来临。

研究企业时代特征，也是对中国时代特征的研究，对于国

家经济政策、发展战略与道路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

理解国资委做大做强，争创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意义极其重

大。

从五个维度
看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

11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通知》。

《通知》要求，要通过学习党的

十八大精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履职尽责，不辱使命，推

进中央企业各项工作的创新发展。

《通知》同时指出，要把发展作为

中央企业的第一要务，不断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深化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推

进企业体制机制、管理和技术创新，

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继续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

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解决广大

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大力推进职工素质工程；努力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为

建设生态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对

于中央企业广大党员干部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于正确

认识中央企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对于中央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增强企业

核心竞争力，实现做强做优、培育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

标；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

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

核心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在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要始终

紧密联系本企业工作实际，紧密联

系广大干部职工思想实际，坚持学

以致用，突出实践特色，把党的十八

大精神落实到实现中央企业“十二

五”时期改革发展核心目标各方面，

体现到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和安排好

明年工作之中。

同时，中央企业要增强紧迫感和

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

线，按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党组织要求，全面加强中央企业党的

建设。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部署央企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中央企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 11月 21日发布
的 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
示，2012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
指数继续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通过对国企 100 强、民企 100 强
和外企 100 强共 300 家企业的社会
责任发展指数的评价，蓝皮书指出，

2012 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
数为 40.9 分，高于民营企业的 15.2
分和外资企业的 13.2 分，在 32 家卓
越和领先企业中，国有企业占 24家，
民营企业 5家，外资企业 3家。

2010 年以来，三类性质企业社
会责任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显

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和社

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不断提升。与

2011 年相比，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指
数年度增幅最大（2.8 分），民营企业
其次（1.9 分），外资企业略有进步

（0.6分）。
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指数最高（45.5分），国有金融企
业其次（39.5分），其他国有企业居于
最后（23.6分）。

蓝皮书指出，2012 年，中国 100
强系列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分

由 19.7分上升为 23.1分，整体从旁观
阶段进入起步阶段。中国远洋运输(集
团)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
网公司 3家企业处于卓越者阶段。

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排名前十的

企业依次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

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

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

华能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国宣）

十八大报告对加强新形势下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是
今后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指针。

对于如何推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创

新工作，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不仅有

实践，更有发言权。

7年前，针对当时企业在制度体
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曙光采油厂率

先在中石油处级生产单位中建立起

QHSE.IC管理体系。为了适应这一新
体系，曙光采油厂坚持“5W1H”和PD原
CA闭环式管理开展党建活动，把党建
制度重新梳理、整合，纳入QHSE.IC管
理体系，把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管理、

量化考核等主要内容全部融入体系。

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厂长陈铁

铮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把党建制

度纳入QHSE.IC管理体系，使党建管
理与行政管理有机融合，解决了“两

张皮”现象，增强了工作严肃性和推

进力度，防止了基层的盲目性和随意

性，实现了党建管理由“粗线条印象”

向“细线条精准”、由“软指标”向“硬

考核”的转变。

到了2010年，曙光采油厂在精细
管理基础上融入效益、时效和质量意

识，实施精益管理，将工作流程重构

再造。对应于党建工作，建立了全厂

的党建主流程，通过座谈会、QQ群交
流、调研检查、辩论会等方式积极宣

贯精益文化，推动党建流程在基层的

执行落实。

今年，曙光采油厂又抓住基层组

织建设年的契机，对基层党支部主要工

作归纳为“基础工作、载体支撑、监督激

励”三个模块，进一步细化主流程。

据介绍，曙光采油厂目前已经

完成18个党支部日常工作流程的绘
制，每个流程都详细制定了环节标

准及执行细则，做到每一项工作都

有操作流程、每一个操作流程都有

关键节点，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执

行标准。

有了制度体系和操作流程，党支

部工作有参照依据、有执行步骤、有

检验标准，形成党建管理靠制度、制

度执行靠流程、流程管控靠标准的运

行模式，增强了执行能力，党建工作

变得更加科学规范、系统有序。

曙光采油厂的党建工作创新还体

现在运用现代载体手段推动党建工作

信息化。针对新形势下的时代特征、队

伍特点和企业发展实际，曙光采油厂

充分发挥数字化采油厂建设优势，打

造了新型党建教育平台、新型党务管

理平台、新型沟通互动平台，增强了教

育实效，加快了工作效率。

十八大报告要求，创新基层党建

工作，要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

健全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长效机

制，更要推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曙光采油厂的具体做法是，通过

深入总结创先争优活动经验，把好经

验固化为机制，把好典型打造成标

杆，突出建立了目标管理、长效运行

和典型激励三个机制，促进创先争优

活动持续深入。

陈铁铮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践行

“为石油奉献，为曙光增辉”的核心价

值观，进一步把党建工作抓实抓好，

确保采油厂200万吨持续稳产，为曙
光采油厂持续稳定有效发展提供坚

强保证。

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

曙光采油厂：基层党建的创新样本
本报记者 李志豹

编者按：

近年来，很多国企在不断探索基层党建创新的方式方法，其中，地处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油田曙光采油

厂将党建管理与质量安全健康环境内控管理、精益管理有机融合，摸索出了一条党建科学化管理之路。

【落实十八大精神·走进国企】

“中国已经到了大企业时代，

到了大企业生成并引领行业，参与

国际竞争的时代。”

曙光采油厂职工践行党员承诺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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